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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一年全年業績簡報 

Tradelink Electronic Commerce Limited 

貿易通電子貿易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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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簡介 

• 二零零五年十月二十八日 上市日期 

• 港幣1.19元 
股價 

(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二十七日) 

• 782,610,508股 
已發行股份數目 

(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二十七日) 

• 港幣931,306,505元 市值 

• 十二月三十一日 財政年度年結日 

•TAL Apparel Limited (12.94%) 

•財政司司長法團(12.30%) 

•DJE Investment S.A. (9.01%) 

•Penta Investment Advisers Limited (6.96%) 

主要股東 

(於二零一二年三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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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業務回顧 

• 財務摘要 

•   展望 

•   問答 

•   附錄 



貿易通 

• 由於市場競爭劇烈及政府電子貿易服務（「GETS」）整體市場縮減 4%，

貿易通提供 GETS 的核心業務較去年同期下跌 8% 

 

• 香港海關全面強制實施的道路貨物資料系統（「ROCARS」）為我們帶來

額外收入，有助收窄部分經營收入的降幅: 
 

– 貿易通（作為代表政府提供電話查詢的指定服務商）處理的電話查詢數目大幅

上升，以致我們從海關收取的電話服務費顯著增加 
 

– 向使用貿易通 ROCARS 解決方案的客戶收取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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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碼貿易運輸網絡 (DTTN) 

• 繼續取得穩定發展 

 

• 業務收益按年增長超逾一倍 

 

• 與國泰航空及傳訊香港合作，透過使用 DTTN 試行全球首個 100% 無紙化

電子貨運項目，為貿易通與國泰航空的更緊密合作奠下基礎 

 

• 成功推行於中國開展 DTTN 之修訂策略：與不同的策略夥伴於廈門、上

海及深圳開展三個 DTTN Gateway。連同現時設於北京及廣州辦事處的兩

個 DTTN Gateway，貿易通在地域上享有相當的市場覆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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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核證服務有限公司 (Digi-Sign) 

• 網上銀行保安市場業務擴展至計劃進展迅速 

 

• 業務發展理想，儘管一些新項目在我們無法控制的情況下延期推出 

 

• 將近完成共同保安編碼器計劃之籌劃工作，有關計劃切合由數家大型銀

行組成的聯盟對網上銀行的要求 

 

• 就透過流動設備使用「高風險」銀行服務所需的保安解決方案，我們積

極遵從金管局就此作出之指引，成功研發有關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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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 

• 三個中國投資項目的表現於去年大幅改善，轉虧為盈，由 2010 年錄得虧

損港幣 4.0 百萬元，扭轉為於 2011 年錄得收益港幣 5.8 百萬元 

 

• 與策略夥伴昆山市政府及華東信息科技（昆山）有限公司，以及汎宇電

商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另外兩家合營企業，投資人民幣 9.4 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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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業務回顧 

•     財務摘要  

•     展望 

•     問答 

•     附錄 



股息 

 

• 連續六年將全部應佔溢利派發予股東 

 

• 已派付中期股息: 每股2.8港仙 

 

• 擬派付末期股息: 每股6.1港仙 

 

• 全年股息合共: 每股8.9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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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 經營溢利率及溢利 (倘不計入一次性其他（虧損）/ 收入淨額項目) 較 

2010 年進一步改善: 
 

– 經營溢利率由 33.9% 上升至 36.5% 

– 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淨額上升近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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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摘要 

截止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港幣百萬元) 2011 2010 變幅 

營業額 206.2 216.1 (4.6%) 

其他(虧損)/收入淨額 (0.4) 12.4 (103.2%) 

經營溢利 74.9 85.6 (12.5%) 

稅前溢利 80.8 81.6 (1%) 

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 70.1 69.3 1.2% 

不計入一次性其他(虧損)/收入淨額項目 

之經營溢利 
75.3 73.2 2.9% 

不計入一次性其他(虧損)/收入淨額項目 

之股權持有人應佔溢利 
70.5 56.9 23.9% 

  每股盈利 (港仙 ) 

   - 基本 9.1 9.0 1.1% 

   - 攤薄 9.0 8.9 1.1% 

  每股股息 (港仙) 

   -  中期股息 2.8 2.5 12% 

   -  擬派末期股息 6.1 6.3 (3.2%) 

   -  合計 8.9 8.8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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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財務比率 

截止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2011 2010 

  經營溢利率* 36.5% 33.9% 

  淨溢利率 34.0% 32.1% 

  實際稅率 13.2% 15.1% 

  流動比率 1.83 1.89 

  應收賬款週轉日數 6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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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計入一次性其他（虧損）/收入淨額項目 



資產負債表主要項目 

  (港幣百萬元) 於2011年12月31日 於2010年12月31日 

  固定資產 45.0 58.7 

  應收賬款 27.2 22.9 

  其它財務資產 225.6 156.7 

  現金及銀行存款 148.0 216.0 

資產淨值 340.8 3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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穩健的現金流量 

 

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約為港幣 79.1 百萬元 

 

應收賬款為港幣27.2百萬元 

 

應收賬款週轉日數約為 6 日 

 

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現金及銀行存款為港幣 148 百萬元 

 

沒有壞賬 

 

沒有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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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倍努力以力保核心業務 GETS 服務的收入 
 

憑藉良好的市場反應及客戶的支持，貿易通 ROCARS 解決方案將能為

公司增加收入來源 

正在探討透過 DTTN 開發一個「貨運代理社區平台」，以供客戶間進行

業務往來 
 

現正進行磋商，有望於 2012 年在中國增設多三個 DTTN Gateway 

DTTN 

貿易通 

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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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2012 年推出的主要項目包括: 
 

–網上銀行保安編碼器服務； 

–共同保安編碼器計劃，以及 

–香港警務處推出的智能委任證 
 

我們的團隊致力研發就透過流動設備使用「高風險」銀行服務所需的保

安解決方案，多間銀行已對我們的建議解決方案表示興趣 

Digi-Sign 

展望(續) 

我們對公司 2012年的營運表現充滿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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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2011 

(港幣千元) 

2010 

(港幣千元) 

營業額 206,176 216,091 

利息收入 8,302 8,028 

其他(虧損) / 收入淨額 (422) 12,408 

僱員成本 (88,188) (84,757) 

折舊 (19,517) (20,877) 

其他經營開支 (31,429) (45,312) 

經營溢利 74,922 85,581 

所佔聯營公司業績 5,841 (3,989) 

除稅前溢利 80,763 81,592 

稅項 (10,698) (12,333) 

本年度溢利 70,065 69,259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應佔溢利 
70,065 69,259 

每股盈利 (港仙) 

基本 9.1 9.0 

攤薄 9.0 8.9 

綜合收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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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2011年12月31日(港幣千元)  於2010年12月31日(港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固定資產 45,010 58,712 

商譽 9,976 9,976 

所佔聯營公司權益 97,975 78,744 

  152,961 147,432 

流動資產 

應收賬款 27,194 22,916 

其他應收款項及預付款項 21,832 19,297 

其他財務資產 225,594 156,739 

銀行存款 41,700 118,500 

現金及現金等值 106,317 97,485 

  422,637 414,937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應付款項及其他應付款項 224,512 219,307 

稅項 5,851 350 

230,363 219,657 

流動資產淨值 192,274 195,280 

資產總額減流動負債 345,235 342,712 

非流動負債 

長期服務金撥備 2,727 2,677 

遞延稅項 1,702 3,754 

  4,429 6,431 

資產淨值 340,806 336,281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56,509 155,721 

儲備 184,297 180,560 

權益總額 340,806 336,281 


